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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ngineering graphics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colleges. Classroom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we should optimize the classroom practice. In this paper, the attention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classroom practice 

were discussed by the classroom practice examples in engineering graphics teaching. Through the positive role of classroom practice, we 

should improve the students'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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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工程图学教学中的课堂练习 

陈华   杨皓   万静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北京，中国 

摘  要  工程图学这门课程是高等工科院校本科生的必修课。课堂练习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师生之间进行信息交流

的重要渠道。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就要优化课堂练习。本文应用工程图学教学中的课堂练习实例，探讨了在优化课堂练习时遵循的

设计原则。力求充分发挥课堂练习的积极作用，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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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工程图学这门课程是高等工科院校本科生的必修课，

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这门课程学习投影法基本理论，

培养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的能力及空间思维能力。课堂教

学在工程图学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学生学习知识的

主要途径[1]。课堂练习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沟通教与学的桥梁。教师可以通过课堂练习对教学目标的

达成程度进行准确定位，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促进教

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课堂练习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

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及时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促进知

识的巩固及消化吸收[2, 3]。 

2．课堂练习的优化 

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制图课本来就比较难，内容也比

较多，但学时越来越少，教师往往会在课堂上讲得过多，

即使有课堂练习，也只是口头问答式的，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不深，以至于学生完成的作业准确率差，失去

了作业巩固的效果。而如果学生能在课堂上实际作图，

有动手操练的机会，效果就会好很多。教师应该如何优

化课堂练习，充分发挥课堂练习的作用呢？ 

2.1  注重时效性，与课程特色相结合 

课堂教学是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内的，所以教师要注重

优化课堂练习，提高练习的时效性[4]。 

本课程在学习时要求所画视图必须满足三等关系，要

进行实际的画图练习，学生需要将题目画在练习本上，才

能解题，这样会浪费许多时间。我们在课堂练习时，会把

题目一直显示在屏幕上，学生只需画出对应的视图，图中

各元素大致与屏幕上的题目对应即可，而且要求学生必须

手工绘制，不使用尺规，既培养学生的手工绘图能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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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课堂练习。 

例如学习线面分析法时，可以安排一道已知两个视图

补画第三个视图的课堂练习，如图 1 所示。学生就可以在

练习本上仅绘制左视图，还可以要求学生同时绘制出立体

的轴测图。 

 

图 1  已知两个视图补画第三个视图 

2.2  具有针对性，突出重点 

教学中的每节课都有非常明确的教学目的，而课堂练

习就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在制图课堂教学活动中，课堂

练习要正确地把握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力争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明确所学。因此需要选择具有启发性、典型性

和针对性的习题，专门针对这节课的教学内容而设计课堂

练习。为学生顺利掌握知识、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创设有

利的条件。 

例如学习肋板的画法时给出一个补线练习，如图 2 所

示，其中包含了肋板未剖开和剖开的画法，让学生通过课

堂练习，理解并掌握这个知识点。 

 

图 2  肋板的补线练习 

2.3  体现知识的连贯性，注重反馈信息 

好的课堂练习既促进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又能在知识的整个学习过程和体系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

用。为了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知识形成情况，

练习题的设计应能够促进教学信息的迅速、及时反馈，更

早地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教师掌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环节，提高教学效果。 

比如求空心圆柱的截交线是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学

生很容易出错。教师可以在这节课中设计一个课堂练习，

如图 3 所示。此练习题涵盖的知识点有前面学过的基本几

何体的投影以及本节课的求圆柱截交线的相关内容。学生

首先要理解空心圆柱的投影，然后画出相应的截交线。这

样的练习既巩固了以前学过的知识，又要应用本节课内容

解决问题。教师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学生到底在哪个环节出

现了偏差，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根据练习提供的

反馈信息调整教学。 

 

图 3  空心圆柱的截交线 

2.4  注意形式的多样性，激活思路 

设计练习题时必须注意形式灵活多样，灵活的课堂练

习有利于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激活思路。制图课的课堂练

习应恰当运用如选择、填空、判断、补线、作图等形式，

针对不同的知识点可以安排不同形式的练习，发挥每种练

习的独特作用，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比如学习剖视图的画法时，可以将容易出现的错误画

法或者需要重点理解的地方巧妙地编到题目中，用选择题

的形式给出如图 4 所示的课堂练习。已知立体的主视图和

俯视图(图 4a)，选择用全剖视图表达主视图的正确选项(图

4b)。画剖视图的注意事项在此题的几个错误选项中明确地

展示出来，以突出剖视图的正确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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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4  用全剖视图表达主视图 

2.5  增加趣味性，体会学习的乐趣 

可以将说、写、画、评、游戏等有机融合起来，设计

练习的趣味性，让学生在练习中产生愉悦的情感，体会学

习知识的乐趣。学生学习的兴趣浓厚，自然学习效果也就

显著。 

比如在学习圆柱的截交线这一节可以设计一个穿孔练

习。让学生构想出一个实物的三维模型，使其三个方向的

外形轮廓能刚好分别通过图 5a 所示的三角形、圆形和正方

形孔。通过这个穿孔练习，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思考与想象

的乐趣。在思考过程中学生需要充分发挥空间想象力，把

空间想象和投影分析相结合构思空间物体，并进行反复修

正，直到构想出图 5b 所示的立体。自己通过想象构想出立

体的同学会有一种成就感，也会对后面要学习的组合体的

构形设计产生浓厚的兴趣。此时可以应用本节课学习的知

识将这个立体的三视图画出来，如图 5c 所示[5]。 

 

(a) 

 

(b) 

 

(c) 

图 5  穿孔练习 

又如在讲解主视图选取原则时，可以给学生出一个灯

谜。首先在屏幕上显示图 6a 所示形状，令学生打一日常用

品。当无人答对时，再相继显示图 6b 和图 6c，激发学生的

思维不断活跃。当学生看到图 6d 时，所有人都能猜到谜底

是茶杯，也能深刻理解主视图选取时的特征明显原则和自

然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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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6  猜灯谜 

2.6  具有层次性，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课堂练习的设计要具有层次性，遵循学习知识的循序

渐进原则。练习要根据所学内容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

步深化提高。这样可以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避免造成学

生的心理疲惫。学生在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地理

解接受新知识，再进一步地应用已有的知识解决问题，直

至达到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学生的知识系统也就日趋完善

健全。 

比如组合体的读图是比较难的，在讲解了读图的一般

方法和步骤后，可以先给出一个简单的组合体读图练习，

其中没有任何截交、相贯的内容，仅是几个形体的叠加和

挖切(如图 7a)，其次给一个带有圆柱正贯的简单组合体(如

图 7b)，然后给一个有相切和圆柱截交的简单组合体(如图

7c)，最后给一个包含截交、相贯、相切的复杂组合体(如图

7d)。学生从最基础的练习出发，然后逐步加深，层层递进，

将已有的知识串联起来，从而解决了较复杂的组合体的读

图问题。这种分步递进的想法也是解决组合体读图问题的

基本作图方法。 

3．总结 

在课堂教学中，课堂练习可以加强师生互动，是师生

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优化课堂练习不仅可以使

学生处于一种活跃的思维状态，加强记忆，加深理解，提

高听课效率，而且对学生智力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也会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课堂练习这

一重要教学组成部分，从而达到开发学生智力、启迪学生

思维的效果，努力培养富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

人才。 

 

(a)                    (b) 

 

(c)                   (d) 

图 7  组合体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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